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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0日，正阳县通
过了国家农业部和财政部的
审批，成为我省唯一一家创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县，也
是全国唯一的一家花生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如今，正阳县将以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载体，着
力打造高起点、高标准的现代
农业发展先行区。

打造高标准花生种植基
地。在园区内整合项目资金，
迁出区域内村庄，使田成块、路
相通、渠相连、林成网，集中打
造高标准花生种植基地。同
时，引进先进的现代农业生产
手段，建设烘干车间，统一供
种、统一机械服务、统一病虫害
防治、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产品
销售，引领全国花生种植。

引进培育花生精深加工
企业。围绕花生产业做大做
强出台优惠政策，以花生休闲
食品、花生油脂、花生饮料、花
生保健食品为主攻方向，坚持
外引内培，打造全国重要的花
生制品精深加工基地。

建立花生质检中心和院
士工作站。借助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优势，积极申
请在正阳建立国家级花生检

测中心，严密监测花生农药残
留、重金属含量、黄曲霉毒素
污染等质量指标，确保质量安
全。加快制定正阳花生生产
各项标准和操作规范，力争成
为全省乃至全国的花生标
准。积极与张新友院士团队、
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王强所长团队以及科研院
所专家合作，争取建立花生院
士工作站。在组建河南省花
生产业技术体系正阳县综合
试验站的基础上，申报加入国
家级花生产业技术体系。

建好国际花生城。加快
推进总投资20亿元的正阳国
际花生城建设，建成集现货及
期货交易、检验检测、出口加
工、仓储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性花生及花生制品交易
中心，打造全国最大的花生交
易平台，把正阳花生推向国际
化。

正阳花生产业的系列深
度开发，有力推动了全县经济
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形成
了食品加工和机械制造两大
主导产业，加快了该县县域工
业化进程。正阳一粒花生的
洼地效应仍在不断放大，发展
潜力不可估量。

缉毒，是一项高风险职业。
作为一名禁毒大队大队长，不但
需要有过硬的基本功，更要有傲
人的胆识。卧底、追捕、对峙、枪
战……对宋宽亮来说屡见不
鲜。宋宽亮，是毒魔的克星，禁
毒战线的拼命三郎，他用丹心铁
拳，打出了警威，揩亮了警徽。

宋宽亮任禁毒大队长伊始，
就遇到了家族式重大制毒贩毒
大 案 ，并 被 公 安 部 确 定 为

“2015-001”毒品目标案件。
平舆县东和店镇村民李某，

利用自己掌握的制毒技术，制造
加工海洛因进行贩卖。而同村
人温某兄弟及其妻子这个家族
式贩毒团伙，也经常往返于平舆
至郑州、上海、内蒙古等地进行
毒品运输贩卖。这两拨人勾连
在一起，制毒、贩毒十分猖獗。

为出好第一拳，啃下这块硬
骨头，宋宽亮迅速成立了专案
组。为了摸清李某的活动规律，
深挖上下线，宋宽亮等专案组成
员采取了一系列侦查手段，很快
查清了李某犯罪团伙的主要成
员、组织分工、通信联络方式、交
通工具、交易时间、交易地点等
信息。与此同时，宋宽亮带领专
案组成员，对李某的藏身地点进
行全天候蹲点布控。

经过连续数月奋战，专案组
民警辗转多地，先后将温某、朱
某制毒贩毒团伙13名成员全部
抓获，缴获毒品35.5千克，收缴
毒资22万元，捣毁制毒加工点2
个，缴获制毒工具2套，摧毁了一
条从平舆中转至上海、内蒙古等
地的制毒、贩毒通道。

2016年 7月 19日，宋宽亮
接到情报，新蔡县龙口镇有人贩

卖冰毒。宋宽亮立即带领侦查
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展开侦查。

当天夜里，宋宽亮等人扮成
农民，悄无声息地来到犯罪嫌疑
人贾某所住村庄。当时，天降大
雨，宋宽亮和战友们全身被雨水
淋湿，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在
庄外一处废弃的房子里潜伏。
后半夜时，宋宽亮等人冒雨来到
贾某家的院墙外，对贾某屋内情
况进行侦查。待情况摸清后，宋
宽亮等人趁天未亮，又悄悄地撤
退到村外一片玉米地里隐藏起
来，并迅速将情况向局领导进行
汇报，待增援警力赶到后，侦查
人员将贾某家团团围住。因贾
某家大门上锁，宋宽亮翻过高墙
进入院内，将犯罪嫌疑人贾某和
其母亲抓获。

案件的另一犯罪嫌疑人贾某
的父亲不在家中。根据线索，贾
某的父亲很可能在村外的玉米地
里看庄稼。于是，宋宽亮又立即
带领侦查人员，直扑田间。当时，
天已放晴，正值三伏天，玉米地里
的温度30多摄氏度，闷热异常，
宋宽亮和战友们钻进玉米地搜
捕，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合围搜捕，
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一天一夜不曾合眼的宋宽
亮顾不上休息，又亲自坐镇指挥
对贾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
突审。在掌握了同案犯已流窜
到新疆的信息后，马不停蹄带领
侦查人员连夜赶往新疆，将另几
名同伙抓获。

2016年 8月 13日，宋宽亮
带领战友经过8个多月的缜密侦
查，成功打掉一个贩毒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12名，缴获冰毒
1196.6克，海洛因389.28克，毒

资19.1万元。这起案件，与以往
的家族式和独狼式贩毒案件不
同，这是一个特大跨省贩毒网
络，情况异常复杂。宋宽亮带领
人员抽丝剥茧，层层突破，于3月
22日在商洛地区丹凤县高速服
务区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4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后，又将
上线安徽省临泉县犯罪嫌疑人
张某、范某擒获。

警匪片中，常有枪林弹雨、
连环车撞的镜头，这样的场面，
宋宽亮办案过程中也曾真实上
演。

2016年9月初，宋宽亮获得
一条重要线索，平舆县人王某在
广东沿海一带购买毒品后，将潜
回平舆进行交易，王某身上可能
藏有枪支。9月11日中午，宋宽
亮带领侦查人员在驻马店南高
速路口设伏布控，而前来接应王
某的犯罪嫌疑人杨某、贾某开着
越野车在出站口等候。在杨某
等人接到王某准备逃跑的紧急时
刻，宋宽亮驾驶车辆第一个冲了
上去，堵住了犯罪嫌疑人逃跑的
去路。犯罪嫌疑人见去路被堵，
向宋宽亮驾驶的车辆撞了过去，
只听“嘭”的一声，宋宽亮驾驶的
汽车车门被撞的凹了进去，所幸
宋宽亮没有受伤。抓捕民警一拥
而上，将车内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并当场收缴冰毒5000
余克。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侦查人员次日在王某的家中搜
出藏匿的仿制式手枪1把，子弹
7发。

这是一场有惊无险的战斗，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宋宽亮
再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出
了缉毒民警的英雄本色。

□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杨德清 文图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久，
西平县公安局民警在107国
道漯河市与西平县交会处巡
逻时，发现一加油站附近停歇
一辆大货车，货车后面有辆奥
迪车，开奥迪车的趁货车司机
熟睡，撬开货车的油箱准备偷
油。

巡逻民警包抄过去，合力

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擒获。经
讯问，自今年5月以来，犯罪
嫌疑人杨某伙同他人驾驶一
辆黑色奥迪A6轿车，在漯河
市周边地区107国道沿线的
加油站，后半夜或凌晨时分，
盗取停靠在加油站附近大货
车油箱里的柴油，疯狂作案数
十起。民警从其奥迪车后座
改装的大塑料袋里缴获盗窃
的柴油600多升。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铁拳打出缉毒警威……
——记平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宋宽亮

核心提示丨宋
宽亮，平舆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大队长。
他曾是一名军人，十
几年的军旅生涯，练
就了能吃苦、不怕
累、敢打硬仗的拼搏
精神。转业到地方
从警，身份变了，但
他的战斗作风没变，
始终保持着“我是一
个兵”的本色，践行
着从警的誓言。

平舆县位于豫皖接合部，这
里的涉毒问题曾非常严重。
2011年，平舆县被省禁毒委确定
为“全省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县”。

2015年1月初，平舆县公安
局党委对宋宽亮委以重任，任命
他为禁毒大队大队长。在禁毒
第一线，宋宽亮以不服输的劲
头，迅速投入到禁毒工作中。在
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他团结和带领禁毒大
队全体民警，克服重重困难，向
各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发起凌
厉攻势，打击毒品犯罪捷报频
传。自宋宽亮接任大队长以来，
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7起，行
政案件1150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185人，强制隔离戒毒689人，
收缴各类毒品58301.95克。相
继破获了公安部“2015-001”毒

品目标案件、“2016-440”毒品
目标案件，省厅“2015-48”毒品
目标案件、“2015-102”毒品目
标案件和“2016-707”毒品目标
案件，外流贩毒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毒情形势趋于好转，受到了
省、市禁毒委的充分肯定。2015
年，平舆县成功摘掉了“全省毒
品问题重点整治县”的帽子。

斗智斗勇 缉毒战场显神威

临危受命 奋战在缉毒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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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唯一一家——
花生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落户正阳

开着奥迪车
专偷货车油箱里的油

□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郝伟 聂乾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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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植到收获，全部实现机械化。


